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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龙头组件包括非金属阀体、阀、手柄

适配器和保持夹。所述非金属阀体具有被设置在

其中的纵向开口和被设置在其侧面部分内的狭

槽。所述阀被至少部分地设置在所述纵向开口

内。所述阀包括主体和从所述主体向上延伸的

杆，并且所述杆被配置为相对于所述主体旋转。

所述手柄适配器被可移除地耦接到所述杆并且

被可旋转地耦接到所述非金属阀体。所述保持夹

被可移除地插入到所述非金属阀体的所述狭槽

内，以限制所述阀在所述非金属阀体内的纵向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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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龙头组件，其包含：

非金属阀体，所述非金属阀体具有被设置在其中的纵向开口、被设置在其侧面部分内

的狭槽和被设置在其上部分内的接收通道；

阀，所述阀被至少部分地设置在所述纵向开口内，其中所述阀包括主体和从所述主体

向上延伸的杆，其中所述杆被配置为相对于所述主体旋转；

手柄适配器，所述手柄适配器被可移除地耦接到所述杆并且被可旋转地耦接到所述非

金属阀体，其中所述手柄适配器包括从其横向向外延伸的末端止挡件，并且其中所述末端

止挡件被配置为被接收在所述接收通道内以建立所述杆的旋转末端点；以及

保持夹，所述保持夹被可移除地插入到所述非金属阀体的所述狭槽内，以限制所述阀

在所述非金属阀体内的纵向移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龙头组件，其中所述保持夹被可滑动地接收在所述非金属

阀体的所述狭槽内，并且其中所述保持夹可在所述非金属阀体的外表面处进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龙头组件，其中所述末端止挡件是第一末端止挡件，并且其

中所述手柄适配器包括从其横向向外延伸的第二末端止挡件，所述第一末端止挡件和所述

第二末端止挡件在直径上对置并且大体上共面，并且其中所述第一末端止挡件和所述第二

末端止挡件被配置为被接收在所述接收通道内以建立所述杆的旋转末端点。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龙头组件，其中所述保持夹具有大致U形构造。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龙头组件，其中所述阀的所述主体在所述保持夹下方被设

置在所述非金属阀体的所述纵向开口内。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龙头组件，其中所述阀是底部排出阀或侧面排出阀中的一

个。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龙头组件，其进一步包含被可移除地耦接到所述阀体的罩

盖。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水龙头组件，其中所述阀体包括卡接轮廓，并且其中所述罩盖

包括锁定机构，所述锁定机构被配置为接合所述阀体的所述卡接轮廓以将所述罩盖可移除

地耦接到所述阀体。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水龙头组件，其中所述锁定机构包括内环和从所述内环朝向

所述罩盖的中心径向向内延伸的多个锁定特征，并且其中所述多个锁定特征被配置为接合

所述阀体的所述卡接轮廓。

10.一种水龙头组件，其包含：

非金属阀体，所述非金属阀体具有被设置在其中的中心纵向开口、被设置在其侧面部

分内的狭槽和被设置在其上部分内的接收通道；

阀，所述阀被至少部分地设置在所述中心纵向开口内，其中所述阀包括主体和从所述

主体向上延伸的杆，其中所述杆被配置为相对于所述主体旋转；

手柄适配器，所述手柄适配器被可移除地耦接到所述杆并且被可旋转地耦接到所述非

金属阀体，其中所述手柄适配器被配置为控制所述杆的旋转运动，其中所述手柄适配器包

括从其横向向外延伸的末端止挡件，并且其中所述末端止挡件被配置为被接收在所述接收

通道内以建立所述杆的旋转末端点；以及

保持夹，所述保持夹被可滑动地接收在所述非金属阀体的所述狭槽内以沿着纵向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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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述阀保持在所述非金属阀体内；

其中所述保持夹可在所述阀体的外表面处进入。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水龙头组件，其中所述末端止挡件是第一末端止挡件，其中

所述手柄适配器包括远离所述手柄适配器横向向外延伸的第二末端止挡件，其中所述第一

末端止挡件和所述第二末端止挡件在直径上对  置并且大体上共面，并且其中所述第一末

端止挡件和所述第二末端止挡件被配置为被接收在所述接收通道内以建立所述杆的旋转

末端点。

12.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水龙头组件，其中所述保持夹具有大致U形构造。

13.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水龙头组件，其中所述阀的所述主体在所述保持夹下方被

设置在所述非金属阀体的所述中心纵向开口内。

14.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水龙头组件，其进一步包含包括锁定机构的罩盖，其中所述

阀体包括卡接轮廓，并且其中所述锁定机构被配置为接合所述阀体的所述卡接轮廓以将所

述罩盖可移除地耦接到所述阀体。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水龙头组件，其中所述锁定机构包括沿着所述罩盖的内壁

设置的内环和从所述内环朝向所述罩盖的中心径向向内延伸的多个锁定特征，并且其中所

述多个锁定特征被配置为接合所述阀体的所述卡接轮廓。

16.一种水龙头组件，其包含：

非金属阀体，所述非金属阀体具有被设置在其中的纵向开口和被设置在其侧面部分内

的狭槽；

阀，所述阀被至少部分地设置在所述纵向开口内，其中所述阀包括主体和从所述主体

向上延伸的杆，其中所述杆被配置为相对于所述主体旋转，并且其中所述主体包括卡接轮

廓；

手柄适配器，所述手柄适配器被可移除地耦接到所述杆并且被可旋转地耦接到所述非

金属阀体；

保持夹，所述保持夹被可移除地插入到所述非金属阀体的所述狭槽内以将所述阀保持

在所述非金属阀体内，其中所述阀的所述主体被设置在所述保持夹下方以便限制所述阀的

纵向移动；以及

罩盖，所述罩盖包括锁定机构，其中所述锁定机构被配置为接合所述主体的所述卡接

轮廓以将所述罩盖可移除地耦接到所述主体。

17.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水龙头组件，其中所述保持夹被可滑动地接收在所述非金

属阀体的所述狭槽内，并且其中所述保持夹可在所述非金属阀体的外表面处进入。

18.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的水龙头组件，其中所述保持夹具有大致U形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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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龙头组件

[0001] 相关申请的交叉引用

[0002] 本申请要求2016年1月26日提交的美国临时申请号62/287,215的权益和优先权，

其整个公开内容以引用方式被并入本文。

技术领域

[0003] 本申请大体上涉及水龙头组件。具体地，该申请涉及分体式(widespread)和中置

(centerset)水龙头组件。

背景技术

[0004] 一般来说，分体式和中置水龙头组件通常包括分别与热水源和冷水源相关联的两

个单独阀体。阀体能够容纳阀(诸如流体混合阀)，以控制从两个水源向用户递送的水量。取

决于水源的温度，一个水源可以被称为“热”而另一个水源被称为“冷”。手柄能够被可移除

地耦接到每个阀，以允许用户控制离开水龙头组件的水流的温度和流速。单独阀体能够通

过连接构件(有时也被称为水道连接器)被结合在一起，所述连接构件能够有利于来自两个

不同水源的热水与冷水的混合。水管或流体管道能够从水道延伸以向用户递送经混合的

水。

[0005] 然而，在许多分体式和中置水龙头组件中，流体混合阀通过阀与阀体之间的螺纹

接合、或通过螺母螺纹地接合阀体以将混合阀夹在其中而被保持在相应的阀体内。这两个

方案都是不期望的，因为将阀组装在相应的阀体内是耗时的，制造起来会是昂贵的。

[0006] 此外，分体式和中置水龙头通常具有由金属材料制造的主体(也被称为轭

(yoke))。轭或主体于是提供不期望的与水流的金属表面接触。这种金属表面接触能够导致

水龙头的部件的腐蚀或退化以及水流的潜在污染。

[0007] 最后，在分体式和中置水龙头组件中使用的许多阀通常包含集成的止挡特征或机

构以建立阀旋转的末端点。例如，个体阀的旋转可以通过位于阀内的结构特征被机械地限

制。限制阀的旋转防止用户由于在其预期操作范围之外操作阀而损坏阀。

发明内容

[0008] 本公开的一个实施例涉及一种水龙头组件。所述水龙头组件包括非金属阀体、阀、

手柄适配器和保持夹/卡子(retaining  clip)。所述非金属阀体包括被设置在其中的纵向

开口和被设置在其侧面部分内的狭槽。所述阀被至少部分地设置在所述纵向开口内。所述

阀包括主体和从所述主体向上延伸的杆，并且所述杆被配置为相对于所述主体旋转。所述

手柄适配器被可移除地耦接到所述杆并且被可旋转地耦接到所述非金属阀体。所述保持夹

被可移除地插入到所述非金属阀体的所述狭槽内，以限制所述阀在所述非金属阀体内的纵

向移动。

[0009] 另一实施例涉及一种水龙头组件，所述水龙头组件包括非金属阀体、阀、手柄适配

器和保持夹。所述非金属阀体包括被设置在其中的中心纵向开口和被设置在其侧面部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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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狭槽。所述阀被至少部分地设置在所述中心纵向开口内。所述阀包括主体和从所述主体

向上延伸的杆，并且所述杆被配置为相对于所述主体旋转。所述手柄适配器被可移除地耦

接到所述杆并且被可旋转地耦接到所述非金属阀体。所述手柄适配器被配置为控制所述杆

的旋转运动。所述保持夹被可滑动地接收在所述非金属阀体的所述狭槽内，以沿着纵向方

向将所述阀保持在所述非金属阀体内。所述保持夹可在所述阀体的外表面处进入。

[0010] 另一实施例涉及一种水龙头组件，所述水龙头组件包括非金属阀体、阀、手柄适配

器和保持夹。所述非金属阀体具有被设置在其中的纵向开口和被设置在其侧面部分内的狭

槽。所述阀被至少部分地设置在所述纵向开口内，并且包括主体和从所述主体向上延伸的

杆。所述杆被配置为相对于所述主体旋转。所述手柄适配器被可移除地耦接到所述杆并且

被可旋转地耦接到所述非金属阀体。所述保持夹被可移除地插入到所述非金属阀体的所述

狭槽内，以将所述阀保持在所述非金属阀体内。所述阀的所述主体被设置在所述保持夹下

方，以便限制所述阀的纵向移动。

[0011] 应理解，上述一般描述和以下详细描述两者都仅是示例性且解释性的，并不限制

所要求保护的构思。

附图说明

[0012] 图1是根据本公开的示例性实施例的阀的透视图。

[0013] 图2是根据本公开的示例性实施例的另一阀的透视图。

[0014] 图3是根据本公开的示例性实施例的水龙头组件的剖视图。

[0015] 图4是用于根据本公开的示例性实施例的在图3中示出的水龙头组件的轭的剖面

视图。

[0016] 图5是根据本公开的示例性实施例的包括图2中示出的阀的水龙头组件的剖视图。

[0017] 图6是在图5中示出的水龙头组件的放大剖视图。

[0018] 图7是用于根据本公开的示例性实施例的水龙头组件的罩盖(bonnet)和包括内螺

纹的传统的罩盖的透视图。

[0019] 图8是根据本公开的示例性实施例的水龙头子组件的分解透视图。

[0020] 图9是在图8中示出的水龙头子组件的另一分解透视图。

[0021] 图10是根据本公开的示例性实施例的水龙头子组件的顶部透视图。

[0022] 图11是根据本公开的示例性实施例的另一水龙头子组件的分解透视图。

[0023] 图12是根据本公开的示例性实施例的水龙头组件的分解透视图。

[0024] 图13是根据本公开的示例性实施例的另一水龙头子组件的分解透视图。

[0025] 图14是在图13中示出的水龙头子组件的剖视图。

[0026] 图15是根据本公开的示例性实施例的另一水龙头子组件的分解透视图。

[0027] 图16是根据本公开的示例性实施例的水龙头子组件的分解透视图。

[0028] 图17是在图16中示出的水龙头子组件的透视图。

[0029] 图18是在图16中示出的水龙头子组件的剖视图。

[0030] 图19是根据本公开的示例性实施例的水龙头组件的透视图。

[0031] 图20是在图19中示出的水龙头组件的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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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2] 在转向详细图示示例性实施例的图之前，应当理解，本申请不限于在描述中阐述

或在图中图示的细节或方法学。还应当理解，所使用的方法学是仅用于描述的目的，并不应

当认为进行限制。

[0033] 大体上参照图1和图3-4，除其他部件以外，用于在水龙头中使用的阀(例如，阀芯、

阀组件等，被示为中置阀100)包括阀杆(被示为阀杆110)、主体(被示为阀体120)和密封件

(被示为密封件130)。中置阀110意图通过阀杆110的操纵而被操纵(例如，被旋转等)，以帮

助用户在水龙头的出口处获得期望的水的温度和流速。具体地，阀杆110被配置为相对于阀

体120旋转以控制水流。阀杆110从阀体120向上延伸。密封件130可以是O形环(例如，包装、

环形接头、垫圏、间隔件、环状件、密封件等)，所述O形环可以由包括例如腈、丁腈橡胶丁腈、

丁腈橡胶(NBR)、全氟弹性体(FFKM)、偏氟乙烯和六氟丙烯 含氟弹性体(FKM)、

碳氟化合物、硅树脂、四氟乙烯(TFE)、 氟化乙丙烯(FEP)、聚四氟乙烯(PTFE)

全氟烷氧基树脂(PFA)的任何合适的材料和其他合适的材料制造。根据各种

实施例，中置阀100被安装在水龙头的主体内。在一些实施例中，中置阀100是干式杆阀。

[0034] 通常，水龙头的用于中置阀110的主体和/或轭由金属材料(例如，黄铜等)制造。在

应用中，使用金属阀体是不利的，因为水流会在水龙头的整个寿命期间与金属表面直接接

触。这会导致水龙头和相关联的部件的增加的腐蚀和退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腐蚀或退化的

金属表面会将微粒排出到水流内，这会堵塞管、阀、通风装置、或污水管，这对人类饮用会是

潜在地危险的。此外，传统的金属阀体通常是沉重的，并且制造起来昂贵。因此，由于至少之

前陈述的原因，在水龙头组件中使用聚合物阀体(即，非金属阀体)是有利的。聚合物阀体可

以由适于对水流和各种操作温度的持续很久的暴露的任何塑料或聚合物共混物制造。聚合

物主体可以允许用户将水龙头安装在水流中的铅含量被管制或被禁止的应用中。

[0035] 参照图3，中置阀100被示为安装在主体(例如，阀体、非金属阀体、阀轭等)(被示为

中置轭300)内。根据示例性实施例，中置轭300可以由非金属材料(诸如聚合物材料)制作。

在各种实施例中，对于被包括在水龙头组件中的每个中置阀100，水龙头组件包括一个中置

轭300。在各种实施例中，中置轭300包括被部分地设置在其中的开口(被示为纵向开口

305)。根据示例性实施例，纵向开口被居中地设置在中置轭300内(例如，中心纵向开口)。在

各种示例性实施例中，纵向开口305被配置为在其中接收中置阀100，使得中置阀10至少部

分地位于中置轭300的纵向开口305内。

[0036] 在各种实施例中，中置阀100的阀杆110被可移除地耦接到手柄适配器(被示为手

柄适配器320)，所述手柄适配器被进一步耦接到螺钉(被示为螺钉330)，所述螺钉被进一步

耦接到水龙头的手柄(被示为手柄335)。手柄适配器320可以被配置为将水龙头的手柄335

的旋转转变为阀杆110的旋转。在传统的水龙头组件中，阀组件的运动并且因此手柄的行进

受阀组件内的内部机构限制。相比之下，根据示例性实施例，手柄适配器320包括集成的末

端止挡件340(例如，齿、叉状物、突出、突起、柄脚、凸块等)，所述末端止挡件340被配置为配

合或被接收在水龙头组件的中置轭300中的对应的或互补的末端止挡件接收通道350(例

如，狭槽、凹槽、轨道、环、通路等)内。换言之，手柄适配器320被旋转地耦接到中置轭300。末

端止挡件340横向向外延伸远离手柄适配器320。根据示例性实施例，末端止挡件接收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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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被设置在中置轭300的上部分中，但是根据其他示例性实施例，末端止挡件接收通道350

可以沿着轭的不同部分进行设置。在一些实施例中，末端止挡件340被模制到手柄适配器

320内，并且末端止挡件接收通道350被模制到中置轭300内。在各种实施例中，末端止挡件

接收通道350限定或建立中置阀100的旋转的末端点，由此消除对阀本身内的内部止挡机构

的需要。在一些实施例中，末端止挡件340和末端止挡件接收通道350的使用允许中置轭300

在尺寸上小于传统的水龙头组件的轭，这在消除昂贵材料使用的制造环境方面是特别有利

的。

[0037] 仍然参照图3，中置轭300可以被配置为配合在罩盖(被示为中置罩盖360)，所述罩

盖可以意图为水龙头组件的一部分提供结构壳体。中置罩盖360能够被可移除地耦接到中

置轭300。根据示例性实施例，手柄适配器320包括两个末端止挡件340，所述两个末端止挡

件340是共面的、被设置为近似180度分开(即，在直径上対置)，并且其中每一个具有近似90

度的角度行程。根据另一实施例，末端止挡件340被设置为近似180度分开，并且每一个具有

近似120度的角度行程。在典型的阀组件中，近似90度的角度行程将阀组件从打开位置完全

铰接到关闭位置，并且反之亦然。例如，“直角回转”阀具有近似90度的角度行程。

[0038] 根据示例性实施例，手柄适配器320包括两个末端止挡件340。然而，根据其他示例

性实施例，手柄适配器320仅包括一个末端止挡件340，或可以包括三个、四个或更多个末端

止挡件340。在一些实施例中，末端止挡件340被设置在不同的平面上和/或在手柄适配器

320的其他位置处。例如，一个末端止挡件340可以被定位在手柄适配器320的阀组件侧附

近，而另一末端止挡件340可以被定位在手柄适配器320的中间区段内。根据示例性实施例，

末端止挡件340被设置为在手柄适配器320上180度分开。然而，在其他实施例中，其他角度

空间构造是可能的。例如，末端止挡件340可以被设置为45度分开或90度分开。

[0039] 在典型的水龙头中，阀芯包含可以被穿入(thread)到水龙头的主体内以将阀芯保

持在适当位置中的外部螺纹型式。根据示例性实施例，中置阀100通过保持元件(在图3中被

示为保持夹370)的使用而被保持在中置轭300的纵向开口305内。在一些实施例中，中置阀

100被保持在中置轭300的纵向开口305内的部位被称为阀外壳嵌套。保持夹370可以被配置

为沿着纵向方向相对于水龙头组件的中置轭300定位并保持中置阀100。保持夹370能够限

制中置阀100相对于中置轭300的纵向移动。通过保持夹370的使用，加快并简化水龙头组件

的组装，从而降低制造成本。在一些实施例中，保持夹370的使用有利于水龙头组件的高度

的降低，从而有利于更大的美观性设计灵活性。根据所示出的示例性实施例，保持夹370具

有大体上U形构造，并且被配置为被可移除地插入或被可滑动地接收到设置在轭300的侧面

部分内的对应的狭槽或多个狭槽(例如，开口等)(例如，参见图9的狭槽800)内。保持夹370

能够通过将阀100夹在保持夹370与中置轭300的内下壁之间而限制阀100在中置轭300内的

纵向移动。保持夹370可在中置轭300的外表面处进入，以进一步简化组装过程。

[0040] 根据另一示例性实施例，帽能够被超声地焊接在中置轭300的开口内或在其顶部

上，以便将中置阀100固定在主体内。根据另一替代性实施例，保持螺母能够被穿入到中置

轭300的开口内以将中置阀100保持在适当位置中。在各种组装操作中，中置阀100可以被自

动插入到中置轭300内，并且利用保持夹370、被超声地焊接在中置轭300的开口内或在其顶

部上的帽、和/或被穿入到中置轭300的开口内的保持螺母中的一个被保持。在各种实施例

中，相比于通常包括可变扭矩操作的传统的水龙头组件，保持夹370、被超声地焊接的帽和

说　明　书 4/12 页

7

CN 107061773 B

7



保持螺母中的一个的使用减少了水龙头组装时间(例如，周期时间等)，并且增加了产品一

致性。

[0041] 图3还图示了根据示例性实施例的末端止挡件340和末端止挡件接收通道350的矩

形轮廓。为了提供在上面关于使用多个末端止挡件340和/或多个末端止挡件接收通道350

讨论的替代性实施例，中置轭300会需要进一步延伸到中置罩盖360内以为增添的部件提供

额外的空间。

[0042] 此外，图3图示了被设置在手柄适配器320的上部分周围的上O形环307、和被设置

在手柄适配器320的下部分周围、邻近中置轭300的内壁的下O形环309。上O形环307和下O形

环309能够被用作摩擦元件，以为手柄335的任何质量、几何形状和/或取向提供期望水平的

旋转阻力。以此方式，上O形环307和下O形环309能够为用户提供具有特定触觉响应的定制

水龙头构造。

[0043] 根据示例性实施例，中置罩盖360意图经由锁定机构被可移除地耦接到中置轭

300。如在图3-4中示出的，中置罩盖360包括向下回转卡接特征，以定位、取向并卡入或接合

位于中置轭300上的轮廓(被示为轮廓400)。通过中置罩盖360和卡接轮廓400的使用，加快

并简化水龙头组件的组装，由此降低制造成本。在各种实施例中，中置罩盖360通过中置罩

盖360到中置轭300上的旋转而被耦接到中置轭300。在一个实施例中，卡接轮廓400被模制

在中置轭300上。根据在图3-4中示出的示例性实施例，锁定机构包括从中置轭300内壁向内

延伸的环(被示为内环410)，具有朝向罩盖360的中心径向向内延伸的多个锁定特征(被示

为锁定特征420)，所述多个锁定特征接合或被接收在中置轭300的卡接轮廓400内的对应的

狭槽内。在一个实施例中，中置罩盖360和中置轭300中的一个包括限定中置罩盖360在中置

轭300上的旋转行程的末端的棘爪。在一个实施例中，中置罩盖360在中置轭300上的旋转行

程行程是120度。在另一实施例中，中置罩盖360在中置轭300上的旋转行程是90度。在一些

实施例中，锁定特征420可以采取不同的形状和轮廓的形式。在其他实施例中，内环410不具

有恒定的直径，并且反而具有内环410的宽度逐渐增加以提供与中置轭300的逐渐更紧密配

合的斜坡区段。在一些实施例中，包括多个内环410以将中置罩盖360耦接到中置轭300。在

一个实施例中，内环410和锁定特征420被模制在中置罩盖360上。相比于传统的水龙头组

件，卡接轮廓400、内环410、和/或锁定特征420的使用可以提供改善的水龙头组件的可靠性

和可维护性。在一些实施例中，中置罩盖360到中置轭300上的组装能够是完全自动的。在各

种实施例中，中置罩盖360和中置轭300的使用有利于对称和不对称的手柄美观性的实施。

[0044] 图2和图5-6图示了根据示例性实施例的用于控制水龙头组件内的水的供应的阀

(例如，阀芯等)(被示为分体式阀200)。分体式阀200可以包括密封件130、杆(例如，阀杆等)

(被示为阀杆210)、主体(例如，阀体等)(被示为阀体220)、盘(例如，计量盘等)(被示为可移

动盘240)、另一盘(例如，计量盘等)(被示为静止盘250)、和又一盘(例如，计量盘等)(被示

为静止盘260)。阀体220可以包括被配置为接收密封件130的通道(被示为通道285)和多个

狭槽(被示为狭槽290)。阀杆210可以包括突出(被示为突出227)。可移动盘240可以包括通

道(被示为通道245)，所述通道被配置为与突出227相互作用，使得阀杆210的旋转通过通道

245从突出227被传递到可移动盘240。静止盘250可以包括多个突出(被示为凸耳255)，所述

多个突出被配置为与狭槽290相互租用，使得阀杆210的旋转不转变为静止盘250的旋转。静

止盘260可以包括多个突出(被示为凸耳265)，所述多个突出被配置为与狭槽290相互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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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阀杆210的旋转不转变为静止盘260的旋转。当静止盘250和静止盘260被安装在阀体

220和狭槽290内时，凸耳255和265可以被大体上对齐。静止盘250可以包括多个孔(被示为

孔257)。静止盘260可以包括多个孔(被示为孔267)。当静止盘250和静止盘260被安装在阀

体220和狭槽290内时，孔257和孔267可以被大体上对齐。

[0045] 根据示例性实施例，分体式阀200是底部排出阀。分体式阀200可以具有通过静止

盘260、静止盘250和可移动盘240的流体进口，并且可以具有通过静止盘260、静止盘250和

可移动盘240的流体出口。换言之，水的供应可以被接收，并且沿180度分开的相对方向被输

送通过分体式阀200。在一些应用中，底部排出阀(诸如分体式阀200)是有利的，因为它为一

些分体式水龙头水管结构提供流体连接。在一些实施例中，分体式阀200是干式杆阀。

[0046] 在操作中，阀杆210的旋转可以导致可移动盘240的旋转。可移动盘240可在打开位

置与关闭位置之间操作，在所述打开位置中有利于水的供应通过分体式阀200，在所述关闭

位置中水的供应被禁止通过分体式阀200。

[0047] 参照图5-6，分体式阀200被示为安装在主体(例如，阀体、非金属阀体、阀轭等)(被

示为分体式轭500)内。根据示例性实施例，分体式轭500由非金属材料(诸如聚合物材料)制

作。在各种实施例中，对于被包括在水龙头组件中的每个分体式阀200，水龙头组件包括一

个分体式轭500。在各种实施例中，分体式轭500包括开口(被示为纵向开口505)。根据示例

性实施例，纵向开口居中地位于分体式轭500内。在各种示例性实施例中，纵向开口505被配

置为接收分体式阀200，使得分体式阀10被至少部分地定位或设置在分体式轭500的纵向开

口505内。在一些实施例中，当孔257和孔267被大体上对齐时，通过静止盘250和静止盘260

的第一通道和第二通道被形成。根据各种示例性实施例，分体式轭500可以被配置为接收底

部排出阀或侧面排出阀，。

[0048] 在一个实施例中，可移动盘240包括凹陷(被示为凹陷510)，所述凹陷被定尺寸为

在目标位置处流体地连接静止盘250和静止盘260中的第一通道和第二通道。可移动盘240

的旋转可以导致可移动盘240内的凹陷的旋转。在目标位置处，可移动盘240中的凹陷510可

以流体地连接静止盘250和静止盘260中的第一通道和第二通道，从而建立通过阀的流体路

径。水可以流过流体路径，直至可移动盘240被旋转使得凹陷510不再有利于静止盘250和静

止盘260中的第一通道和第二通道之间的流体路径。在各种实施例中，可移动盘240、静止盘

250、和/或静止盘260由各种材料(诸如黄铜、铝、聚合物材料、热固性塑料、聚合物基共混

物、聚合物、尼龙、橡胶、合成橡胶、聚氯乙烯、聚四氟乙烯、陶瓷、陶瓷共混物、陶瓷-金属共

混物、氧化铝、金属共混物、锌、合金、黄铜、铝、钢、或任何其他合适的材料)制造，使得水龙

头组件可以适合于目标应用。

[0049] 在各种实施例中，分体式阀200的阀杆210被可移除地耦接到手柄适配器(被示为

手柄适配器520)，所述手柄适配器被进一步耦接到螺钉(被示为螺钉530)，所述螺钉被进一

步耦接到水龙头的手柄(被示为手柄600)。手柄适配器520可以被配置为将水龙头的手柄

600的旋转转变为阀杆210的旋转。在传统的水龙头组件中，阀组件的运动并且因此手柄的

行进受阀组件内的内部结构限制。相比之下，根据示例性实施例，手柄适配器520包括集成

的末端止挡件540(例如，齿、叉状物、突出、突起、柄脚、凸块等)，所述末端止挡件540被配置

为配合在水龙头组件的分体式轭500中的对应的末端止挡件接收通道550(例如，狭槽、凹

槽、轨道、环、通路等)内。末端止挡件540可以横向向外延伸远离手柄适配器520。末端止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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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接收通道550可以被设置在分体式轭500的上部分内。在一些实施例中，末端止挡件540被

模制到手柄适配器520内，并且末端止挡件接收通道550被模制到分体式轭500内。在各种实

施例中，末端止挡件接收通道550限定分体式阀200的旋转的末端点，由此消除对阀组件内

的内部止挡机构的需要。在一些实施例中，末端止挡件540和末端止挡件接收通道550的使

用允许分体式轭500在尺寸上小于传统的水龙头组件的轭。

[0050] 分体式轭500可以被配置为配合在罩盖(被示为分体式罩盖605)，所述罩盖可以意

图为水龙头组件的一部分提供结构壳体。罩盖605可以被可移除地耦接到分体式轭500。根

据示例性实施例，手柄适配器520包括两个末端止挡件540，所述两个末端止挡件540是共面

的、被设置为近似180度分开(即，在直径上対置)，并且其中每一个具有近似90度的角度行

程。根据另一实施例，末端止挡件540被设置为近似180度分开，并且每一个具有近似120度

的角度行程。在典型的阀组件中，近似90度的角度行程将阀组件从打开完全铰接到关闭，并

且反之亦然。例如，“直角回转”阀具有近似90度的角度行程。

[0051] 根据示例性实施例，手柄适配器520包括至少两个末端止挡件540。然而，根据各种

实施例，手柄适配器520仅包括一个末端止挡件540，或可以包括三个、四个或更多个末端止

挡件540。在一些实施例中，末端止挡件540被设置在不同的平面上和在手柄适配器520的其

他位置处。例如，一个末端止挡件540可以被定位在手柄适配器520的阀组件侧附近，而另一

末端止挡件540可以被定位在手柄适配器520的中间区段内。根据示例性实施例，末端止挡

件540被设置为在手柄适配器520上180度分开。然而，在其他实施例中，其他角度间距构造

是可能的。例如，末端止挡件540可以被设置为45度分开或90度分开。

[0052] 如在图6中示出的，分体式轭500可以包括第一通道(被示为第一轭通道610)和第

二通道(被示为第二轭通道620)。在一个实施例中，水通过第一轭通道610流入分体式阀

200，并且水通过第二轭通道620从分体式阀200中流出。在替代性实施例中，水通过第二轭

通道620流入分体式阀200，并且水通过第一轭通道610从分体式阀200中流出。根据示例性

实施例，第一轭通道610和第二轭通道620中的每一个被配置为单独耦接到静止盘250和静

止盘260中的通道中的一个。在一个实施例中，水流通过第一轭通道610沿一个方向发生，并

且通过第二轭通道620沿相反方向发生。

[0053] 根据示例性实施例，分体式阀200通过保持元件(被示为保持夹630)的使用而被保

持在分体式轭500的纵向开口505内。在一些实施例中，分体式阀200被保持在分体式轭500

的纵向开口505内的部位被称为阀外壳嵌套。保持夹630可以被配置为相对于水龙头组件的

分体式轭500将分体式阀200定位并保持在适当位置中。保持夹630能够限制分体式阀200相

对于分体式轭500的纵向移动。通过保持夹630的使用，加快并简化水龙头组件的组装，从而

降低制造成本。在一些实施例中，保持夹630的使用有利于水龙头组件的高度的降低，从而

有利于更大的美观性设计灵活性。在一些实施例中，保持夹630的使用有利于水龙头组件的

高度的降低，从而有利于更大的美观性设计灵活性。根据所示出的示例性实施例，保持夹

630具有大体上U形构造，并且被配置为被插入或被可滑动地接收到设置在分体式轭500的

侧面部分内的对应的狭槽或多个狭槽(例如，开口等)内。保持夹630能够通过将分体式阀

200夹在保持夹630与分体式轭500的内下壁之间而限制阀200在分体式轭500内的纵向移

动。保持夹630可以可在分体式轭500的外表面处进入，以进一步有利于组装过程。

[0054] 根据另一示例性实施例，帽能够被超声地焊接在分体式轭500的开口内或在其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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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上，以便将分体式阀200固定在主体内。根据另一替代性实施例，保持螺母能够被穿入到

分体式轭500的开口内以将分体式阀200保持在适当位置中。在各种组装操作中，分体式阀

200可以被自动插入到分体式轭500内，并且利用保持夹630、被超声地焊接在分体式轭500

的开口内或在其顶部上的帽、和被穿入到分体式轭500的开口内的保持螺母中的一个被保

持。在各种实施例中，相比于通常包括可变扭矩操作的传统的水龙头组件，保持夹630、被超

声地焊接的帽和保持螺母中的一个的使用减少了水龙头组装时间(例如，周期时间等)，并

且增加了产品一致性。

[0055] 根据示例性实施例，分体式罩盖605意图经由锁定机构被可移除地耦接到分体式

轭500。在一个实施例中，锁定机构使用向下回转卡接特征，以定位、取向并卡入或接合分体

式轭500上的轮廓(被示为轮廓640)。通过分体式罩盖605和卡接轮廓640的使用，加快并简

化水龙头组件的组装，从而降低制造成本。在各种实施例中，分体式罩盖605通过分体式罩

盖605到分体式轭500上的旋转而被耦接到分体式轭500。在一个实施例中，卡接轮廓640被

模制在分体式轭500上。根据示例性实施例，锁定机构包括被设置在分体式罩盖605的内壁

上的环(被示为内环650)，具有在分体式罩盖605上从内环650朝向分体式罩盖605的中心径

向向内延伸的多个锁定特征(被示为锁定特征660)，所述多个锁定特征被接收在分体式轭

500的卡接轮廓640内的对应的狭槽内或接合分体式轭500的卡接轮廓640内的对应的狭槽。

在一个实施例中，分体式罩盖605和分体式轭500中的一个包括限定分体式罩盖605在分体

式轭500上的旋转行程的末端的棘爪。在一个实施例中，分体式罩盖605在分体式轭500上的

旋转行程是120度。在另一实施例中，分体式罩盖605在分体式轭500上的旋转行程是90度。

在一些实施例中，锁定特征660可以采取不同的形状和轮廓的形式。在其他实施例中，内环

650不具有恒定的直径，并且反而具有内环650的宽度逐渐增加以提供与分体式轭500的逐

渐更紧密配合的斜坡区段。在一些实施例中，包括多个内环650以便将分体式罩盖605固定

到分体式轭500。在一个实施例中，内环650和锁定特征660被模制在分体式罩盖605上。相比

于传统的水龙头组件，卡接轮廓640、内环650、和/或锁定特征660的使用可以提供改善的水

龙头组件的可靠性和可维护性。在一些实施例中，分体式罩盖605到分体式轭500上的组装

能够是完全自动的。在各种实施例中，分体式罩盖605和分体式轭500的使用有利于对称和

不对称的手柄美观性的实施。

[0056] 图7图示了本公开的罩盖(被示为罩盖700)与传统的罩盖(在图7的右侧示出)之间

的差别。罩盖700被示为包括环(被示为内环710)和锁定特征(被示为锁定特征720)。罩盖

700可以是中置罩盖360或分体式罩盖605，并且因此可以接收中置轭300或分体式轭500。相

应地，内环710可以是内环410或内环650，并且锁定特征720可以分别是锁定特征420或锁定

特征660。相比之下，传统的罩盖可以包括提供到轭的螺纹连接的内螺纹。通过用内环710

(例如，内环410、内环650)和锁定特征720(例如，锁定特征420、锁定特征660)来代替内螺

纹，罩盖700简化了组装过程，并且降低了与水龙头组件的制造相关联的制造成本。内环710

(例如，内环410、内环650)和锁定特征720(例如，锁定特征420、锁定特征660)可以在罩盖

700的形成期间被一体地形成在罩盖700上，或可以随后在螺纹加工步骤中被附接到罩盖

700。例如，内环710(例如，内环410、内环650)和锁定特征720(例如，锁定特征420、锁定特征

660)可以通过超声焊接被附接到罩盖700。

[0057] 现在参照图8-9，中置轭300包括多个狭槽(例如，孔、开口等)(被示为狭槽800)。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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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各种实施例，保持夹370被配置为通过狭槽800被至少部分地插入或被可滑动地接收在中

置轭300中以将中置阀100保持在中置轭300的纵向开口305内。虽然狭槽800未在所有图中

明确地示出，但是应理解，狭槽800可以被包含在各种水龙头组件中的中置轭300和/或分体

式轭500内。狭槽800可以具有各种形成、尺寸和构造，使得中置轭300、狭槽800、保持夹370

与中置阀100之间的相互作用将中置阀100固定在中置轭300的纵向开口305内。类似地，狭

槽800可以具有各种形成、尺寸和构造，使得分体式轭500、狭槽800、保持夹630与分体式阀

200之间的相互作用将分体式阀200固定在分体式轭500的纵向开口505内。在一些实施例

中，中置轭300和/或分体式轭500包括周向凹槽，所述周向凹槽被设置为与狭槽800共面，使

得保持夹370和/或保持夹630可以被接收在周向凹槽中。在一个实施例中，连接器(被示为

水道连接器810)被提供在个体中置轭300之间，使得侧面排出阀(例如，中置阀100等)可以

在水龙头组件中被使用。在其他实施例中，中置阀100是底部排出阀，并且水龙头组件可以

不包括水道连接器810。

[0058] 如在图10中示出的，中置轭300包括末端止挡件接收通道350。根据各种实施例，取

决于阀组件构造和用户的需要，末端止挡件340的角度行程能够被增加或被减小。增加或减

小末端止挡件340的角度位置可以对应地增加或减小手柄335的行进，这可以被用户操纵。

在一些应用中，可能希望水龙头组件的手柄需要更少操纵来实现阀组件的期望输出。例如，

减小总体角度行程可以将故意设计的限制强加于阀组件的输出。根据各种实施例，不同的

阀组件在具有完全铰接所需的不同角度行程的水龙头中被使用。根据这些实施例，末端止

挡件接收通道350可以具有被定尺寸为经由用户操纵手柄而允许阀组件的完全运动范围的

角度行程。根据各种实施例，末端止挡件接收通道350具有小于近似90度的角度行程，并且

具有例如75度、60度、45度、30度的角度行程、或其他合适的角度行程。根据其他各种实施

例，末端止挡件接收通道350具有大于近似90度的角度行程，并且具有例如180度、135度、

120度、100度的角度行程、或其他合适的角度行程。在一实施例中，手柄适配器320仅包括一

个末端止挡件340和一个有利于任何合适距离的角度行程的末端止挡件接收通道350。

[0059] 根据示例性实施例，末端止挡件340和末端止挡件接收通道350的轮廓被配置为大

体上配合，并且末端止挡件340和末端止挡件接收通道350的轮廓被配置为在形状上是大致

矩形的。根据各种示例性实施例，末端止挡件340和末端止挡件接收通道350的轮廓能够是

正方形、三角形、圆形、大体上半圆形的，或具有其他合适的构造。末端止挡件340的轮廓可

以不同于对应的末端止挡件接收通道350的轮廓。例如，末端止挡件340可以具有正方形轮

廓，而末端止挡件接收通道350可以具有矩形轮廓。在另一实施例中，末端止挡件340具有大

体上圆形轮廓，而末端止挡件接收通道350具有正方形或矩形轮廓。进一步的，根据各种示

例性实施例，末端止挡件340和末端止挡件接收通道350的轮廓被配置为在末端止挡件340

与末端止挡件接收通道350之间包含指定的间隙量(play  amount)。

[0060] 根据各种替代性实施例，末端止挡件340与末端止挡件接收通道350之间的界面/

接口(interface)被配置为提供对手柄适配器320的旋转的扭转阻力。为了增加末端止挡件

340与末端止挡件接收通道350之间的界面的扭转阻力，末端止挡件340和末端止挡件接收

通道350的不同轮廓、尺寸以及组合可以被采用。在一个替代性实施例中，末端止挡件接收

通道350在末端止挡件340的角度行进期间提供末端止挡件340的竖直移位以提供扭转阻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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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如在图11中示出的，水龙头子组件包括中置阀100、手柄335、螺钉330、手柄适配器

320、中置罩盖360、中置轭300、保持夹370、水道连接器810、第一板(被示为孔罩板1100)、和

第二板(被示为轭板1110)。在图11中示出的实施例中，手柄335经由螺钉330被可移除地耦

接到手柄适配器320，所述螺钉330被插入通过手柄适配器320的底部部分。

[0062] 参照图12，示出了水龙头组件(被示为中置水龙头组件1200)。中置水龙头组件

1200包括中置阀100、手柄355、手柄适配器320、中置罩盖360、中置轭300、保持夹370、水道

连接器810、孔罩板1100、轭板1110、和水龙头(被示为中置水龙头1210)。在图12中示出的实

施例中，手柄355经由被定位在罩盖360的上部分处的夹子356(例如，卡簧等)被可移除地耦

接到中置罩盖360。手柄355包括从其向下延伸的突出357，并且被配置为被插入到手柄适配

器320内。以此方式，手柄355的旋转将会引起手柄适配器320的对应旋转，所述手柄适配器

320的对应旋转由此使中置阀100旋转。此外，手柄355能够在罩盖360内经由夹子356被卡接

到位，由此消除对用于耦接手柄的螺钉(例如，图11的螺钉330)的需要并且简化组装过程。

[0063] 根据在图13中示出的实施例，当被安装时，孔罩板1100可以被配置为大体上覆盖

(例如，从视图中遮住等)水道连接器810。进一步地，孔罩板1100可以包括对应于水道连接

器810上的连接点的中心开口，使得水龙头(诸如中置水龙头1210)可以被安装到水道连接

器810以为用户提供经混合的水。

[0064] 图14图示了包括两个手柄组件的水龙头子组件的剖视图，每个手柄组件包括中置

轭300、手柄适配器320、螺钉330、手柄335和中置罩盖360。在图14中示出的实施例中，手柄

组件通过中置轭300和中置罩盖360上的互锁的螺纹界面的使用而被附接(例如，被卡接、被

连接等)到个体中置轭300。手柄组件可以在中置或分体式水龙头设计中被使用，由此减少

制造时间和成本(例如，通过消除额外的工具、额外的零件等)。图15图示了中置水龙头组件

1200的另一示例，所述中置水龙头组件1200包括中置轭300，手柄335、中置罩盖360、水道连

接器810、孔罩板1100、轭板1110、中置水龙头组件1200和中置水龙头1210。

[0065] 如在图16-18中示出的，水管网络(被示为水管网络1600)被耦接到分体式轭500。

在图16中示出的实施例中，手柄组件(即，手柄600、罩盖605、手柄适配器520和螺钉530)是

在图11的实施例中示出的相同手柄组件。换言之，图11的手柄组件被设计为诸如在中置与

分体式水龙头构造之间可互换以便用于在其他水龙头组件构造中使用。在一个实施例中，

分体式轭500和水管网络1600被配置为使得分体式阀200是底部排出阀。水管网络1600可以

具有进口软管和出口软管。进口软管可以是供应软管。出口软管可以喷口(spout)软管。进

口软管可以将水输送到分体式轭500内，并且出口软管可以从分体式轭500输送水。在各种

实施例中，水从水管网络1600的出口软管流至混合软管，其中来自出口软管的水和来自另

一出口软管的水被混合并且被提供至水龙头(诸如中置水龙头1210)。在一个实施例中，水

管网络1600代替水道连接器810。例如，如在图13中示出的，分体式罩盖605被安装在分体式

轭500上，并且包括手柄600和水管网络1600。

[0066] 参照图18，用于水龙头的子组件被示为包括分体式阀200、分体式轭500、手柄适配

器520、螺钉530、手柄600、分体式罩盖605、保持夹630和水管网络1600。根据示例性实施例，

分体式轭500包括壳体(被示为安装壳体1800)，所述壳体被配置为将分体式轭500安装到表

面(例如，柜台、工作台面、墙壁、面板等)(被示为甲板1810)。安装壳体1800可以被用来将整

个水龙头组件固定到甲板1810。在各种实施例中，分体式轭500的安装壳体1800进一步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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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配置为接受多个销(例如，弹簧销、张力销等)(被示为滚销1820)的多个孔，所述多个销被

配置为将水管网络1600固定到分体式轭500。在一个实施例中，水管网络1600包括第一软管

(被示为第一软管1830)和第二软管(被示为第二软管1840)。在一个实施例中，第一软管

1830和第二软管1840中的每一个通过两个滚销1820的使用而被固定到分体式轭500内。在

各种实施例中，第一软管1830向水龙头子组件供应水，并且是进口，而第二软管1840从水龙

头子组件移除水，并且是出口。在另一实施例中，第一软管1830和第二软管1840两者通过与

安装壳体1800接口而被固定在分体式轭500中。

[0067] 参照图19-20，水龙头组件(被示为分体式水龙头组件1900)被示为包括分体式阀

200、分体式轭500、手柄适配器520、螺钉530、手柄600、分体式罩盖605、保持夹630、水管网

络1600和水龙头(被示为分体式水龙头1910)，并且被示为被安装到甲板1810。在图20中，示

出了分体式水龙头组件1900的剖视图。

[0068] 根据各种实施例，中置水龙头组件1200包括中置阀100、阀杆110、阀体120、密封件

130、中置轭300、纵向开口305、手柄适配器320、螺钉330、手柄335、末端止挡件340、末端止

挡件接收通道350、中置罩盖360、保持夹370、卡接轮廓400、内环410、锁定特征420、孔罩板

1100、轭板1110、中置水龙头1210和甲板1810的组合。在一些实施例中，分体式水龙头组件

1900包括分体式阀200、阀杆210、阀体220、突出227、可移动盘240、通道245、静止盘250、突

出255、孔257、静止盘260、凸耳265、孔267、通道285、狭槽290、分体式轭500、纵向开口505、

凹陷510、手柄适配器520、螺钉530、末端止挡件540、末端止挡件接收通道550、手柄600、分

体式罩盖605、第一轭通道610、第二轭通道620、保持夹630、卡接轮廓640、内环650、锁定特

征660、罩盖700、狭槽800、水道连接器810、水管网络1600、安装壳体1800、甲板1810、滚销

1820、第一软管1830、第二软管1840和分体式水龙头1910的组合。根据一些实施例，针对中

置水龙头组件1200和分体式水龙头组件1900中的一个描述的部件可以被并入中置水龙头

组件1200和分体式水龙头组件1900中的另一个。类似地，应理解，类似的部件可以被可互换

地并入中置水龙头组件1200和分体式水龙头组件1900以实现类似的任务。例如，应理解，在

一些实施例中，中置轭300和分体式轭500可以被可互换地并入中置水龙头组件1200和分体

式水龙头组件1900。

[0069] 在各种实施例中，中置阀100、阀杆110、阀体120、密封件130、中置轭300、手柄适配

器320、螺钉330、手柄335、末端止挡件340、中置罩盖360、保持夹370、内环410、锁定特征

420、孔罩板1100、轭板1110、中置水龙头1210、甲板1810、分体式阀200、阀杆210、阀体220、

突出227、可移动盘240、静止盘250、突出255、静止盘260、凸耳265、分体式轭500、凹陷510、

手柄适配器520、螺钉530、末端止挡件540、手柄600、分体式罩盖605、保持夹630、内环650、

锁定特征660、罩盖700、内环710、锁定特征720、水道连接器810、水管网络1600、安装壳体

1800、甲板1810、滚销1820、第一软管1830、第二软管1840、和分体式水龙头1910、以及所有

其他水龙头组件部件由任何合适的塑料、热固性塑料、聚合物基共混物、聚合物、尼龙、橡

胶、合成橡胶、聚氯乙烯、聚苯乙烯、金属共混物、锌、合金、黄铜、铝、钢、或任何其他合适的

材料制造。根据各种实施例，各种部件由变化的和/或非均质的材料制造。例如，在一些实施

例中，手柄适配器520和末端止挡件540由橡胶共混物制造，而分体式罩盖605和分体式轭

500由塑料化合物制造。在一个实施例中，中置轭300和/或分体式轭500由塑料化合物制造。

在一些实施例中，中置轭300和/或分体式轭500通过注塑成型工艺由塑料化合物形成。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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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实施例中，前面提到的水龙头部件通过包覆模制过程而被形成。根据各种实施例，中置水

龙头1210和/或分体式水龙头1910是整体式盥洗室水龙头、桥式厨房水龙头、卫浴用水龙

头、和任何其他类型的水龙头，使得水龙头组件可以适合于目标应用。

[0070] 在各种实施例中，中置水龙头组件1200和/或分体式水龙头组件1900包括各种合

适的硬件部件(例如，挤压垫圏、垫圏、轴衬、间隔件、O形环等)。

[0071] 根据各种实施例，中置阀100在各种水龙头组件(诸如整体式盥洗室水龙头、桥式

厨房水龙头、卫浴用水龙头、和任何其他类型的水龙头)中被使用，使得水龙头组件可以适

合于目标应用。

[0072] 如在本文中使用的，术语“近似”、“大约”、“大体上”以及类似术语意在具有与常见

的且本公开的主题涉及的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所接受的用法一致的广义含义。审阅本公开

的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理解，这些术语意在允许对所描述和要求保护的特定特征进行说

明，而并不是将这些特征的范围限制为所提供的精确的数值范围。因此，这些术语应被解释

为表示所描述和要求保护的主题的非实质的或者无关紧要的修改或更改被视作在所附权

利要求书中列举的本申请的范围内。

[0073] 应当注意，本文用来描述各种实施例的术语“示例性”是意在表示此类实施例是可

能的实例、表示和/或可能实施例的说明(并且此类术语并不意在暗示此类实施例必然是特

别的或最佳的实例)。

[0074] 本文所使用的术语“耦接”、“连接”等等意味着两个部件彼此之间直接或间接地接

合。此接合可以是固定的(例如，永久性的)或可移动的(例如，可移除的或可释放的)。此接

合可以通过两个构件或两个构件和任何另外的中间部件彼此一体式形成为单个整体本体

来获得，或由两个构件或两个构件和任何另外的中间部件附接到彼此而获得。

[0075] 本文中提到元件的位置(例如“顶部”、“底部”、“上方”、“下方”等)只是用来描述多

个元件在图中的取向。应注意各种元件的取向可能根据其它示例性实施例是不同的，并且

此类变化意在包含在本公开内。

[0076] 虽然已经提及中置阀100和分体式阀200用来控制水的供应，但是应理解，其他类

似的流体可以分别通过中置阀100和分体式阀200的使用而被控制。

[0077] 重要的是应注意到各种示例性实施例的构造和布置都仅仅是说明性的。虽然本公

开中仅仅详细地描述了几个实施例，但是审阅本公开的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将容易理解，在

不实质上背离本文所述的主题的新颖教导和优点的前提下，可以进行许多修改(例如多个

元件的大小、尺寸、结构、形状和比例，参数值，安装布置，材料使用，色彩，取向等的变化)。

举例来说，被示出为一体式形成的元件可由多个部分或元件构造而成，元件的位置可颠倒

或以其它方式改变，并且离散元件的本质或数目或者位置可以发生改变或变化。任何过程

或方法步骤的次序或顺序可根据替代实施例变化或重新定序。还可在不背离本申请的范围

的情况下在各种示例性实施例的设计、操作条件和布置方面进行其它替代、修改、改变及省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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